
類別 01：隨身物品 例

01-01 個人隨身用品 隱形眼鏡、眼鏡、口罩、首飾、手錶、錢包、名片夾、智慧型手機/平板電腦殼、相機掛繩、包（雙肩

包、電腦包等）、鞋子/涼鞋、拖鞋、義肢、假髮

01-02 業務用隨身用品 手指套、名牌、臂章、防塵口罩、防塵眼鏡、工作手套、絕緣手套、頭盔、救生衣、安全背心、工作

服、實驗服、工作鞋、安全鞋、掛繩、安全帶、耳罩

01-03 衣物 帽子、服裝、服裝配件

類別 02：個人護理產品 例

02-01 健康、按摩產品 放鬆產品、步行相關產品、日常運動產品、EMS鍛鍊器、活動監測器、計步器、中暑指數器、酒精檢查

器、按摩設備、按摩椅

02-02 衛生用品 牙刷、家用口腔衛生用品、成人尿布、電動刮鬍刀、指甲刀、耳扒、梳子、刮鬍刀、剃刀、衛生紙、毛

巾、浴墊、洗衣袋、清潔劑、清潔海綿、洗髮精、身體保養產品、沐浴產品、簡易廁所、熱水袋、體臭

測量儀、口氣測量儀

02-03 美容產品 化妝用品、滾輪美容儀、美髮捲、美容設備、捲髮棒、吹風機

02-04 育兒小產品、隨身用品 紙尿褲、背帶、襁褓、嬰兒服裝、奶嘴、媽媽包

02-05 家用育兒用品 嬰兒車、嬰兒便盆、嬰兒浴盆、嬰兒床、嬰兒食品、吸奶器、奶瓶、嬰兒餐具、兒童椅

02-06 家用護理產品 助聽器、輪椅、助行器、護理食品、醫院食品、護理床、體位傳感器、手杖、老年推車、護理用可移動

式廁所

類別 03：文具、生活休閒產品 例

03-01 文具、辦公用品 鋼筆、自動鉛筆、筆記本、記事本、膠水、剪刀、裁紙刀、訂書機、膠帶、膠帶架、修正液/修正帶、

印章、印泥、直尺、計算器、信封、便條紙、立書架、書套、畫框、繪畫工具(顏料、調色板、蠟筆)、

日曆、單據、文件夾、迴紋針、雷射筆、多功能計算器、裁紙機、裝訂用品、製圖用品、相紙、白板、

標籤印表機

03-02 教材、教育用品 益智玩具、教材、教科書和參考書、繪本、字典、教育工具、放大鏡、顯微鏡、燒瓶、燒杯

03-03 玩具 玩具、玩偶、絨毛玩具、積木、桌上遊戲、玩具汽車、拼裝模型

03-04 體育器材 球棒、球、緊身褲、高爾夫球桿、瑜伽墊、健身器材、訓練器材、裁判台、劃線車、運動眼鏡、泳鏡、

運動鞋、跳繩

03-05 戶外休閒產品、登山用品、旅行用品 野餐墊、保溫箱、帳篷、燈籠、燒烤爐、登山杖、戶外桌椅、指南針、望遠鏡、睡袋、摺疊刀、登山

爐、戶外炊具、行李箱、旅行用品

03-06 休閒用品、寵物用品 釣具、釣竿捲線器、手工用品、寵物牽繩、寵物便盆、水箱、貓爬架、寵物梳、寵物攝影機、寵物識別

器

03-07 園藝用品 花器、盆栽、花盆、澆水壺、水管收納器、灑水噴頭、修剪剪刀、鐵鍬、家用植物工廠

03-08 樂器 鋼琴、吉他、吉他擴音器、電子樂器

類別 04：生活用品 例

04-01 廚房用具、炊具、容器、餐具 鍋、平底鍋、廚房清潔工具、刀、廚剪、大湯勺、鉗子、鍋鏟、刨絲器、笸籮、料理碗、長筷子、筷

子、刀叉、玻璃杯、杯子、盤子、碗、小碗、托盤、水壺、茶具、飯盒、調料容器、量勺

04-02 日用品 雨傘、扇子、剷雪器、縫紉工具、坐墊、墊子、地毯、垃圾桶、衣架、手電筒、座鐘、掛鐘、殺蟲器、

香薰器

04-03 清掃用具 掃帚、畚箕、除塵撢、拖把、清潔刷

04-04 防災用品 防災頭巾、防災頭盔、避難包、防災套件、避難食品、罐頭食品、臨時廁所、緊急照明燈具

04-05 床具 被褥、床單、床墊、枕頭、毯子

04-06 宗教用品 佛壇、神道壇、佛具、神道工具、鹽器、念珠、骨灰盒、墓碑

類別 05：家電 例

05-01 生活家電 數位相框、吸塵器、洗衣機、冰箱、家用乾洗機、洗碗機和乾燥機、淨水器、飲水機、縫紉機、電熨

斗、高壓清洗機、除臭機

05-02 環境家電、設備 空氣清淨機、加濕器、電風扇、電暖器、加熱器、風扇加熱器、電熱器、熱地毯、冷氣機

※空調的室內機和室外機非該類別，請選擇類別10-02住宅用空調設備

類別 06：烹飪家電 例

06-01 烹飪家電 電鍋、微波爐、電動切菜機、電烤盤、果汁機、攪拌棒、榨汁器、電熱水壺、咖啡機、烤麵包機、電磁

爐

類別 07：映像、音響產品 例

07-01 個人音響設備 全罩式耳機、耳機、揚聲器、音樂播放器、音頻放大器、立體聲系統、家庭音響、智能音箱、AI音箱

07-02 專業廣播、音響設備 調音台、多軌錄音機、切換器、專業揚聲器、專業麥克風、專業功率放大器、無線麥克風系統、音頻處

理器、專業攝像機

07-03 相機、相機周邊 相機、攝像機、相機鏡頭、閃光燈、三腳架、相機的穩定器、安保攝像產品

07-04 映像設備 電視機、顯示器、媒體播放器、VR頭戴裝置、投影機、業務用顯示器/投影機

類別 08：通訊產品 例

08-01 智慧型手機、智慧型手機周邊 智慧型手機、電話、行動電話、通訊移動終端、移動電源、手持穩定器

08-02 智能手錶 智能手錶

08-03 電腦、電腦周邊 桌上型電腦、筆記型電腦、平板電腦、滑鼠、鍵盤、手寫筆、主機板、顯示卡、電源延長線、數據線

08-04 一般、公用通訊設備 印表機、掃描機、NAS、硬碟、SSD、記憶體、網絡設備、路由器、交換集線器、翻譯器

08-05 專業通訊設備 緊急廣播設備、監控相機、專業電腦、事務電話、對講機、業務用無線通信設備、業務用印表機、多功

能印表機

類別 09：產業、醫療設備 例

09-01 工具、工作設備 鉗子、剪鉗、螺絲刀、鋸子、小型工作物件、噴霧器、油漆、工具包、萬力、夾具、電動工具、包裝材

料、瓦楞紙箱、指揮燈、手推車、探照燈、清潔槍、梯子、四腳梯、水平儀

09-02 農具、農業設備農具、農業用機器 鋤頭、鐮刀、耙子、臼、割草機、籬笆剪、耕耘機、碾米機、脫粒機、精米機、磅秤、田壟塗佈機、農

用無人機

09-03 生產、製造設備 數據記錄儀、控制設備、電子測微計、電流檢測器、測量設備、測量儀器、指示器、FA設備、可程式控

制器、致動器、工業機器人、加工機、加工中心、半導體製造裝置、鷹架、裝載機、印刷機、貨櫃、皮

帶輸送機、自動輸送機、非破壞型檢測設備、射出成形機

09-04 醫療儀器、設備 血壓計、體溫計、注射器、滴頭、藥劑、支架、手術器具、擔架、生理監控器、洗淨器、抽痰器、治療

儀器、護士鈴、醫用推車、檢查台、醫療輔具、醫院設備、檢查和診斷設備（超聲波診斷設備、MRI、

CT掃描、X射線設備等）、分析儀、藥劑包裝機、醫療床、醫用護目鏡、低頻治療設備、家用醫療器具

和設備、家用藥品、吸入器（霧化器）、血糖機、胰島素注射器

09-05 材料、零件 板材、紙、塊材、陶瓷材料、玻璃材料、塑料材料、塗料

09-06 生產、製造技術 加工方法、製造方法、施工方法、搬運技術

09-07 研究、實驗用儀器和設備 滴管、電子天平、攪拌器、均質器、氣相色譜儀、螢光X射線分析儀、自動生化分析儀、通風櫥、環境

測試儀、耐久性測試儀、加速器、電波望遠鏡

09-08 其它醫療、產業產品

類別 10：住宅設備 例

10-01 住宅用照明設備 燈泡、吸頂燈、吊燈、檯燈、落地燈、支架燈、感應燈

10-02 住宅用空調設備 空調、換氣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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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-03 住宅用建材、配件 建築五金、建材、配件、樓梯、窗戶、門把手

10-04 住宅用內裝用品 窗簾、百葉窗、捲簾、壁紙

10-05 住宅用外裝用品 屋頂材料、車庫、門牌、柱子、雨水槽、木質平台、露台、遮陽篷、避難所、對講機

10-06 住宅用廚房設備 抽油煙機、換氣扇、熱水器、熱水遙控器、水槽、嵌入式爐灶

10-07 浴室、衛生間、供水相關產品 洗手台、淋浴、浴缸、馬桶、馬桶座、淨水設備、水龍頭、系統式衛浴

10-08 住宅用設備 家用電梯、家用自動扶梯、電子鎖、智能鎖、包裹箱、火災警報器、家用蓄電系統

類別 11：家具、辦公室及公用設備 例

11-01 生活家具 椅子、沙發、桌子、書桌、茶具、衣架、曬衣架、儲物箱、置物架、收納家具、五斗櫃、抽屜、床

11-02 店鋪、辦公室用家具 辦公椅、辦公桌、移動抽屜櫃、儲物架、櫥櫃、儲物櫃、收納系統、隔板、會客室家具、休閒沙發、工

作站、辦公室吸頂燈

11-03 店鋪、銷售用設備 售票機、自動檢票口、ATM機、招牌、數位標牌、美容美髮設備、小鋼珠遊戲機、展示和陳列器材、店

鋪用植物工廠

11-04 公用設備 自動門、火災警報器、疏散指示牌、教育設施用桌椅、電話亭、安全門、公共垃圾桶、公共設施臨時洗

手間、公共設施洗手台、公共設施樓梯、停車柱、圍牆、街燈、指示牌、電線桿、道路反射鏡、電動柵

欄、街道家具、觀眾座位、導盲磚、路面、公園遊樂設施、電梯、自動手扶梯、星象儀

11-05 業務用廚房設備 高鍋、蒸鍋、煎鍋、中華鍋、酒店用盛菜鍋、萬用鍋、業務用平底鍋、業務用料理盆、業務用料理刀、

其他業務用炊具、宴會用餐具、塑料筐、塑料盒、比薩烤窯、業務用冰箱、業務用酒窖、業務用洗碗

機、業務用熱水器、廚房、毛巾架、製冰機、冷凍庫

11-06 業務用設備 收銀機櫃檯、收據印表機、POS終端機、手持終端機、掃碼機、現金抽屜、磅秤、支付終端機、收銀

機、側槽蓋、人孔蓋、配電盤、地震傳感器、水錶、太陽能電池陣列安裝架、建築圍欄、滅火器、建築

標示牌、安全告示旗、交通錐、路障、建築工地照明、書架、基站、輸電塔、風力發電機、業務用照明

燈具、吸頂式空調機

11-07 業務空間用建材、配件 監視攝像裝置、保險箱、監視控制系統、控制系統、控制面板、業務用對講機、鐵捲門

類別 12：移動工具 例

12-01 乘用車及相關設備 私家車、私家車輪胎、汽車導航系統、行車記錄器、汽車音響、停車車輪檔、兒童座椅、車載音響系統

12-02 業務車輛及相關設備 計程車、公車、卡車、吊車等工程車、拖拉機等農用車、水陸兩用車、消防車、掃雪車等特種車輛、業

務車輛用輪胎、業務車輛用車載導航系統和行駛記錄儀、車輪平衡器、安全駕駛輔助裝置和系統

12-03 摩托車及相關設備 私人和業務摩托車、摩托車輪胎、車速儀錶板、頭盔、手套、騎行服

12-04 個人移動工具、自行車及相關設備 個人移動工具、自行車、自行車燈、自行車電腦、計速器、騎士服

12-05 鐵路、輪船、飛機 鐵路車輛、鐵路設備、鐵路和鐵路運營系統和服務、遊艇、快艇、水上摩托車、巡洋艦、客船、貨輪、

特種船等所有船舶及相關設備、火箭、飛機、飛船、直升機、運送用飛行器等所有航空機及相關設備

12-06 移動、運輸系統和服務(物流) 交通和移動的系統和服務、運輸和物流的系統和服務、交通管理系統

類別 13：建築（獨棟住宅、小規模集合/共同住宅） 例

13-01 商品化、工業化住宅 作為商品房提供給市場的獨棟住宅

13-02 獨棟住宅 根據特定客戶的要求，獨立設計的獨棟住宅

13-03 小規模集合住宅 建築面積1000平方米以下，15戶以內，以房東為中心的小規模集合住宅（街區開發計劃屬於類別14）

13-04 小規模共同住宅和宿舍 建築面積1000平方米以下，合租房、敬老院、學生宿舍等基於特定用途的共同住宅（街區開發計劃屬於

類別14）

13-05 住宅施工方法、構造方法 住宅用建築施工方法、住宅用構造部件、住宅用防震構造

13-06 獨棟住宅、小規模集合住宅相關的服務和系統/HEMS 能源管理系統、關於收納/空調/供水等的提案

13-07 獨棟住宅、小規模集合住宅的室內設計

類別 14：建築（中、大規模集合/共同住宅） 例

14-01 中、大規模集合住宅 建築面積1000平方米以上，15戶以上的中大型公寓、公寓小區、新城、街區開發相關住宅地

14-02 中、大規模共同住宅和宿舍 建築面積1000平方米以上，合租房、敬老院、學生宿舍等基於特定用途的共同住宅

14-03 中、大規模集合住宅相關的服務、系統／HEMS 針對集合住宅居民的服務、住宅購買和設計的支援服務、住宅價值創造服務

14-04 中、大規模集合住宅的室內設計

類別 15：建築（產業、商業設施） 例

15-01 辦公室、產業設施的建築和環境 辦公大樓、開發研究設施、工廠、工業園區、倉庫、物流中心、貨櫃碼頭、廠房（發電廠、生產設施

等）、管理和控制設施等的建築、空間以及標識系統

15-02 辦公空間、產業設施空間的室內設計

15-03 商業建築、環境 綜合商業設施、購物中心、各種店鋪、展廳、酒店等住宿設施、娛樂設施（電影院、劇場等）等的建

築、空間和標識系統、展覽空間、空間創造、燈光規劃、VMD(視覺營銷)、禮拜堂、飲食攤位

15-04 商業空間、店鋪的室內設計

類別 16：建築（公共設施）、土木工程、景觀 例

16-01 公共建築、空間 政府設施、教育設施、醫療和福利設施、藝術和文化交流設施（美術館、博物館、圖書館等）、金融設

施（郵局、銀行等）、機場、火車站、宗教設施（寺廟、神社等）、旅遊設施（動物園、水族館、天文

台等）、體育設施（體育館、體育場、競技場等）等的建築和空間、標識和導向系統

16-02 公共建築的室內設計

16-03 景觀、土木工程/結構體 景觀和環境設計、公園、廣場、道路、車站設施、橋樑、鐵塔、港口、河道維護、大壩、堤防、隧道、

交流道、供水和污水處理系統等基礎設施

16-04 街區、地域開發 街區整備、街區開發、地域開發、都市規劃

16-05 產業、商業、公共建築的構成方法和施工方法 結構、構件/建築施工方法、土木工程施工方法、拆遷方法

類別 17：媒體、內容 例

17-01 媒體 雜誌、網站、免費雜誌、地方政府雜誌、地方公關雜誌

17-02 一般、公共內容 圖書、電子書、電視節目、電視遊戲軟體、廣告、促銷策劃、銷售推廣及宣傳活動、企業宣傳、地域觀

光地圖、地域推廣活動、音樂視頻、AR內容、VR內容、直播、資訊圖等

17-03 專業內容 企業內部信息發布媒體、企業內部雜誌、新產品發布會、品牌管理手冊、業務指南、服務手冊

17-04 廣告、PR方法 廣告內容、PR內容、PR方法

17-05 展示、陳列 展覽會、展示會、展示空間、陳列、光雕投影、映像裝置

17-06 品牌設計、CI/VI 品牌、CI、VI

17-07 字體 Web字體、數位字體、品牌字體、字體服務

17-08 一般、公共包裝 飲料和食品的包裝、飲料和食品的包裝容器、商品包裝、日用品的包裝和容器、化妝品包裝、藥品包

裝、CD封面

17-09 業務用包裝 運輸包裝、包裝容器、SRP

類別 18：系統、服務 例

18-01 一般、公用應用和軟體/智慧型手機、平板電腦應用 影片編輯軟體、教育應用和軟體、自動翻譯程序、家庭會計應用、地圖應用、社交網站、共享工作工

具、旅遊應用、家庭醫療輔助應用、個人理財應用、照片應用

18-02 一般、公用系統和服務 防丟失系統、育兒支持服務、護理支持服務、預防犯罪系統、教育系統、地域綜合照護系統、維修服

務、監視服務、定位搜索服務、照片禮品服務、書籍裝訂服務、加工服務、里程服務、門禁系統、搜索

系統、匹配服務、導航服務、募資服務

18-03 保險、金融服務和系統 資產管理系統、保險簽約服務、金融商品管理系統

18-04 業務軟體 CAD軟體、開發軟體、醫療軟體、客戶管理應用、收益優化工具、住宿管理系統、圖像分析軟體、業務

數據管理應用、店鋪管理工具、團隊管理應用、業務改善應用

GOOD DESIGN AWARD 2022 報名類別一覽 2 / 3



18-05 業務系統和服務 員工管理系統、特許經營系統、投幣式停車系統、數據可視化系統、數據分析服務、客戶管理服務、無

菌系統、FA系統、物流系統、POS系統、訂單系統、ASP服務、遠程醫療系統、電子病歷系統、圖書館檢

索系統、EMC（電子設備合同製造服務）、組織改善系統

18-06 社會基礎設施系統 自來水和污水處理系統、發電系統、智能電網、生態系統、認證制度、災害風險管理系統、醫療合作系

統、納稅系統

類別 19：地域構想、活動 例

19-01 針對地域的構想和活動 地域文化支援、地方資源保護活動、自治體制度、地域振興項目、地域交流方案、發展中國家支援

19-02 針對共同體的構想和活動 地區交流促進構想、城鎮發展構想、社區平台、節日活動策劃、活動策劃

類別 20：一般構想、活動 例

20-01 針對一般、公共的構想和活動 扶貧/生育/育兒支持、社會商業活動、實現兩性平等的構想、實現無碳社會的構想、促進迴圈經濟的構

想

20-02 針對個人、公共的意識改善 提高防災意識的構想、工作體驗工作坊、體驗型學習專案、支持復興的構想、文化啟發活動

20-03 針對產業的意識改善、管理和構想 工作方式改善、工作流程改善、工作意識改革、組織改革、組織/團隊組建方法、雇用制度、就業規

則、創造雇用支援、創業支援、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支援、技技術人員派遣、專利的無償提供、共同

工作空間、工作空間

20-04 教育、促進、支持方法 教育計畫、教育支持計畫、住房開發支持計畫、志願者支援計畫、技術培訓系統、技能共用服務、工作

坊計畫

20-05 研究、開發方法 調查方法、分析方法、創意生成方法、產學合作研發、PBL（Project Based Learning）、開源開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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